讀 經 Scripture
詩篇 120:1-7
〔上行〔或作登階，下同〕之詩。〕我在急難中求告耶和華，他就應允我。耶和華
啊，求你救我脫離說謊的嘴唇和詭詐的舌頭！詭詐的舌頭啊，要給你甚麼呢？要拿
甚麼加給你呢？就是勇士的利箭和羅騰木〔小樹名，松類〕的炭火。我寄居在米設，
住在基達帳棚之中，有禍了！我與那恨惡和睦的人許久同住。我願和睦，但我發言，
他們就要爭戰。I call on the LORD in my distress, and he answers me. Save me, O LORD,
from lying lips and from deceitful tongues. What will he do to you, and what more besides, O
deceitful tongue? He will punish you with a warrior's sharp arrows, with burning coals of the
broom tree. Woe to me that I dwell in Meshech, that I live among the tents of Kedar! Too
long have I lived among those who hate peace. I am a man of peace; but when I speak, they
are for war.
詩篇 121:1-8
〔上行之詩。〕我要向山舉目；我的幫助從何而來？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
來。他必不叫你的腳搖動；保護你的必不打盹！保護以色列的，也不打盹也不睡覺。
保護你的是耶和華；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。白日，太陽必不傷你；夜間，月亮必
不害你。耶和華要保護你，免受一切的災害；他要保護你的性命。你出你入，耶和
華要保護你，從今時直到永遠。I lift up my eyes to the hills-- where does my help come
from? My help comes from the LORD, the Maker of heaven and earth. He will not let your
foot slip-- he who watches over you will not slumber; indeed, he who watches over Israel will
neither slumber nor sleep. The LORD watches over you-- the LORD is your shade at your
right hand; the sun will not harm you by day, nor the moon by night. The LORD will keep
you from all harm-- he will watch over your life; the LORD will watch over your coming and
going both now and forevermore.
詩篇 122:1-9
〔大衛上行之詩。〕人對我說：我們往耶和華的殿去，我就歡喜。耶路撒冷啊，我
們的腳站在你的門內。耶路撒冷被建造，如同連絡整齊的一座城。眾支派，就是耶
和華的支派，上那裏去，按以色列的常例〔或譯：作以色列的證據〕稱讚耶和華的
名。因為在那裏設立審判的寶座，就是大衛家的寶座。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！
耶路撒冷啊，愛你的人必然興旺！願你城中平安！願你宮內興旺！因我弟兄和同伴
的緣故，我要說：願平安在你中間！因耶和華─我們 神殿的緣故，我要為你求福！
詩篇 123:1-4
〔上行之詩。〕坐在天上的主啊，我向你舉目。看哪，僕人的眼睛怎樣望主人的手，
使女的眼睛怎樣望主母的手，我們的眼睛也照樣望耶和華─我們的 神，直到他憐
憫我們。耶和華啊，求你憐憫我們，憐憫我們！因為我們被藐視，已到極處。我們
被那些安逸人的譏誚和驕傲人的藐視，已到極處。
詩篇 124:1-8
〔大衛上行之詩。〕以色列人要說：若不是耶和華幫助我們，若不是耶和華幫助我
們，當人起來攻擊我們、向我們發怒的時候，就把我們活活地吞了。那時，波濤必
漫過我們，河水必淹沒我們，狂傲的水必淹沒我們。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！他沒有
把我們當野食交給他們吞吃〔原文是牙齒〕。我們好像雀鳥，從捕鳥人的網羅裏逃
脫；網羅破裂，我們逃脫了。我們得幫助，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華的名。
-2-

活在聖靈裏：上行之詩120-124篇
第一階段 － 潔淨 －信息綱要
講員 –宋海直弟兄
一、 上行之詩的背景
(A) 作者 -大衛(4), 所羅門(1), 不知名(10)
(B)時間 - 最晚到被擄歸回
(C)何時唱有三種說法
(1) 一年三節百姓上耶路撒冷
(2) 被擄歸回的路上
(3) 在耶和華殿的階梯
二、 詩120 - 拯救
創10:2 雅弗的兒子是歌篾、瑪各、瑪代、雅完、土巴、米設、提拉。
創25:13以實瑪利的長子是尼拜約，又有基達、亞德別、米比衫、
賽21:16主對我這樣說:一年之內, 照雇工的年數, 基達的一切榮耀必歸於無
有。
三、詩121 - 保護
我要向山舉目；我的幫助從何而來？
你出你入，耶和華要保護你，從今時直到永遠。
四、 詩122 - 同伴
人對我說：我們往耶和華的殿去，我就歡喜。
眾支派，就是耶和華的支派，上那裡去，按以色列的常例（或譯：作以色
列的證據）稱讚耶和華的名。
五、詩123 - 藐視
坐在天上的主啊，我向你舉目。
耶和華啊，求你憐憫我們，憐憫我們！因為我們被藐視，已到極處。
六、 詩124 - 回顧
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！他沒有把我們當野食交給他們吞吃（原文是牙齒）。
我們得幫助，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華的名。
七、 結語
基督徒的天路歷程
Jessie Penn Lewis 1. 重生 2. 復興 3. 十字架的道路 4. 屬靈的爭戰。
Madame Guyon 1. 神的吸引 2. 神的剝奪 3. 神愛的激勵。
腓3:13,14
弟兄們，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；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記背後，努
力面前的，向著標竿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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